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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FP   FAQ CCFP   FAQ CCFP   FAQ CCFP   FAQ    

1 何謂理財規劃師？ 

理財規劃師是為客戶提供全面理財規劃的專業人士。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制定的《理

財規劃師國家職業標準》，理財規劃師是指運用理財規劃的原 理、技術和方法，針對個人、家庭以及 中

小企業、機構的理財目標，提供綜合性理財諮詢服務的專業人士。 

 

  

2 理財規劃師的工作如何？ 

理財規劃師會為客戶（包括個人、家庭以及中小企業、機構）制定綜合性的理財方案，也會按客戶的

需要，制定特定範疇的財務方案，例如現金規劃、消費支出規劃、教育規劃、風險管理、保險規劃、

稅收籌劃、投資規劃、退休養老規劃、財產分配與傳承規劃。 

 

  

3 成為理財策劃師，可以於甚麼機構執業？  

理 財規劃師可以服務於金融機構，如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信託公司等；理財

規劃師也可以獨立執業，以第三方的身份為客戶提供理財諮詢服 務。 在中國大陸的人力網站，例如︰

獵聘網（www.lietou.com）、職友集（www.jobui.com）、百伯（www.baijob.com）、 數字英才（job.01hr.com）

等，都可以輕易搜尋到大量列明擁有 CCFP 證照要求的財金主管職位，例如私人銀行客戶經理、銀行

家、金融信託產品經 理、投資理財總監等財金高階職位，年收入超過人民幣 100 萬元以上的職位，比

比皆是。 

 

  

4 何謂中國理財規劃師 CCFP 認證？ 

中國理財規劃師 China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CCFP)認證，是「中國商務職業經理人資格認證」之一，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轄下之「中國商業技師協會」頒發具國家「國

徽級資格認證」專業證書。 

 

  

5 何謂中國商務職業經理人資格認證？ 

為 了規範理財規劃行業，建立統一、權威的理財認證證書，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

《2002--2005 年全國人才隊伍建設規劃》，由中國商業 技師協會組織實施了「資格認證」，並參照國際

慣例探索建立符合中國企業發展需要的「商務職業經理人資格培訓認證」體系，促進職業經理人的水

準和價值。 

 

  

6 資格認證有甚麼功能？ 

「資 格認證」培訓是在「國家經貿委」和「國家外經委」合併後成立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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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的「培訓認證」體系，領導「全國城市商業網點建設管理委員 會」的統一管理下，由「全國商務

培訓認證管理辦公室」具體執行。「資格認證」證書是商務及專業從業人員上崗、應聘和用人單位招聘

錄用的主要證明，在全國範 圍內有效。 

 

  

7 何以說 CCFP 是中國專業資格的權威認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是唯一具有頒發國家「國徽級資格認證」專業證

書職能的權威機構，其他理財認證機構皆屬民間組織。 

 

  

8 要成為一位理財規劃師，並在中國工作，為甚麼要考取 CCFP 證照？ 

a. 理財規劃要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因此要求理財規劃師全面掌握各種金融工具及相關法規，為客戶

提供量身訂作、切實可行的理財方案，並定期為客戶檢討理財方 案，適時作出修正，配合客戶持續不

斷變化的理財需要。而 CCFP 認證課程是參照國際慣例探索符合中國企業發展需要而設計的，課程內

容包括理財規劃、投資退 休規劃、風險管理、經濟金融概論與稅收規劃，覆蓋理財規劃所需的廣泛知

識範疇，確保符合中國國內的法規和實際情況。  

b. 要應徵中國大陸金融機構的工作，必先要符合中國國務院有關“先培訓、後上崗”的規定。 而

CCFP 證照本身就是由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轄下之「中國商業技師協會」所頒發具

國家「國徽級資格認證」專業證照。  

 

  

9 可以列明中國國務院相關“先培訓、後上崗”規定的條文嗎？   

中國國務院第{2005}35 號文件第七條︰  

（第二十三項）用人單位招錄職工必須嚴格執行“先培訓、後就業”、“先培訓、後上崗”的規定，

從取得職業學校學歷證書、職業資格證書和職業培訓合格證書的 人員中優先錄用。要進一步完善涉及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相關職業的准入辦法。勞動保障、人事和工商等部門要加大對就業准入制度執行

情況的監察力度。對違反規 定、隨意未經職業教育或培訓人員的用人單位給予處罰，並責令其限期對

相關人員進行培訓。有關部門要抓緊制定完善就業准入的法規和政策。  

（第二十四項）全面推進和規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加強對職業技能鑑定、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評

價、職業資格證書頒發工作的指導與管理。要儘快建立能夠反映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需要的市職業

資格標準體系。  

 

 10 我並沒有打算前往中國工作，為甚麼也要考取 CCFP 證照？ 

自 從簽訂了「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兩岸經濟活動更見頻繁，除了台商爭相到中國大

陸設點之外，中資來台參股將逐漸增加，在台灣徵才的需求亦 越加強大，擁有 CCFP 證照，除了顯示

持有人擁有全方位的金融知識外，更是展現持有人熟悉中國金融體制與法規的最佳證明，突顯個人專

業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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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需要符合甚麼資格才可以考取 CCFP 證照嗎？  

想考取 CCFP 證照，您需要符合以下報考資格︰ 

a. 年滿 21 歲；及 

b. 擁有大專院校學歷或以上；或 

從事金融行業，如保險、證券、投顧等相關產業，並擁有三年相關工作經驗者 

 

  

12 我已經符合以上報考資格，我如何可以取得 CCFP 證照？ 

a. 報讀本公司的 CCFP 認證課程  

b. 填寫和遞交所有相關表格與各項文件，包括︰  

i. 全國商務職業經理人資格認證申請表  

ii. 商務職業經理人工作活動記錄分析表  

iii. 身份證影本乙份  

iv. 護照影本乙份  

v.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乙份  

vi. 現職工作證明影本乙份或名片 2 張  

vii. 2 吋免冠彩色照片 5 張，並於所有照片後面清楚寫上名字  

c. 完成認證課程後，參加並通過考試  

d. 通過中國商業技師協會最終評審  

 

 

 13 由報讀 CCFP 認證課程開始，到成功取得證照，需時多久？ 

完成 CCFP 證照課程，並通過考試後，大約可於 2 個月內取得 CCFP 證照。 

 

  

14 我想要報讀 CCFP，為甚麼要報讀由卓智財經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舉辦的 CCFP 認證課程和考試？ 

本公司獲得中國商業技師協會授權在台灣地區獨家推廣和辦理「中國理財規劃師認證（CCFP）」之課

程及考試，為台灣民眾提供免飛大陸考試取得證照的機會。 

 

  

15  CCFP 多久考一次？ 

CCFP 認證考試每年考四次，分別安排在四個季度裡。 

 

 16 我需要飛往大陸考試嗎？ 

不需要，從 2011 年 6 月起，本公司特別向中國申請核准在台灣上課和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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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CFP 的考試形式是怎樣的？ 

試卷共有 120 問題，每題 1 分，包括選擇題及判斷題，考生需取得 60 分或以上。 

 

  

18 為甚麼現在就要考 CCFP？ 

隨著中國人均財富急速增長，中國人民越益重視理財的重要性，對於專業理財規劃的需求亦與日俱增，

然而市場目前所提供的服務良莠不齊，為更進一步提升理財規劃的專業水平，有關單位對於認證的審

查將越趨嚴謹，考照難度亦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隨著「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的逐步落實，

台灣各主要金融機構到中國大陸設點的消息不絕於耳，要在滲透率達至飽和之前，在中國大陸率先拓

展事業版圖，穩佔先機，便需早一步考取 CCFP 這張中國上崗唯一權威證照，方可通行全中國。 

 

  

19 我現在考取了 CCFP 證照，是不是需要每年參加持續進修課程或每年繳付年費，以延續證照的有效

性？ 

CCFP 證照屬於個人專業認證，終身有效，CCFP 證照並不要求持有人依附任何金融機構單位，故此，

已取得 CCFP 證照的人士，並不需要每年參加持續進修課程或繳付任何年費。 

 

  

20 中國理財規劃師的職業前景如何？ 

供不應求 

目前，理財規劃師在中國尚屬新興的行業，理財規劃師的數目增長，趕不上中國中端和高端客戶的增

長，以致理財規劃師的數目缺口龐大，銀行、保險、證券、基金 等各金融產業求賢若渴，願以高薪招

聘專業理財規劃師，行業人士的年收入一般達 100 萬元人民幣以上，是中國職場上高薪一族。 

ECFA 效應 

自從簽訂了「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台灣各主要金融機構爭相到中國大陸設點，而中

資來台參股也將逐漸增加，造成兩岸徵才需求急速上升，而專業的理財規劃師，基於其本身需要擁有

全方位的金融知識，於金融相關人力市場中最受注目。 

未來預測 

著名國際機構麥肯錫諮詢公司（McKinsey & Company）發佈研究報告，預計到 2015 年，中國年收入達

25 萬以上的富裕家庭，將由現時的 160 萬戶增長至 400 多萬戶，形成一個潛力龐大的中端 理財市場。

以目前的理財規劃需求預估，中國理財規劃師缺口將達 20 萬，數量明顯不足。 參考歐美成熟市場的

數據，獲得專業財富管理的人口達 58%，相較中國國內目前不足 10%的數字，未來中國理財規劃師的

需求將持續攀升，理財規劃專業的發展 具有相當大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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